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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挺中小學推國歌教育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姜 嘉 軒)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將於本月
23 日討論國歌法本地立法事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日
前到教聯會諮詢教育界意見。教

支持於國歌法本地立法內容中明確指出 避免學生遭「獨」害

聯會表明，香港近年接連發生青
年人不尊重國歌行為，說明做好
愛國教育工作是重中之重，支持
本地立法應明確指出本港中小學
必須推行國歌教育。

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底正式將國歌法
作為全國性法律，一併納入港澳基

本法附件三，由特區政府立法實施。國
歌法第十一條規定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
育，組織學生學唱國歌，教育學生了解
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遵守國歌奏唱
禮儀。立法後，國歌被列入全日制小學一
年級音樂課教材，全日制中學及小學會將
國歌歌詞和曲譜，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
要內容。
聶德權日前到訪教聯會，就國歌法本

地立法進行諮詢。教聯會強調作為中國
人，維護國歌的尊嚴，遵守奏唱國歌時
應有的禮儀，提升國家觀念和愛國意
識，是踐行國民責任的應有表現。

要求教局為學校提供指引
教聯會強調，近年香港出現年輕人主
張「港獨」、「自決」等分裂國家的思
潮，再加上有人已有公然於足球賽事中
侮辱國歌、大學生於畢業禮上做出不尊
重國歌的行為，以當前社會狀況而言，
該會認同做好莘莘學子的愛國教育工作
是重中之重，支持在國歌法本地立法內
容中，明確指出本港中小學必須推行國
歌教育。

該會認為教育局須根據有關法例，為
學校提供指引及支援，包括制訂中學及
小學階段需要教授與國歌有關的內容、
為學校提供更完備的教材、為教師提供
具質素的培訓，局方亦宜為學校制訂最
基本的教與學要求，以確保國歌教育能
夠落實。
教聯會同時又指，學校是教育場所，
應以教育為大前提，讓教育界同工發揮
循循善誘的角色，而不應責成前線教育
工作者以舉報學生為己任，扭曲教育專
業應有的本質，認為國歌法的本地立法
刑罰內容，並不適用於學校以及前線教
師的教學工作；並寄語全港教育工作者
發揮專業能力，做好國歌教育。

■聶德權(左五)日前到教聯會，就國歌法本地立法諮詢意見。

道教日展古書 國寶級拓本任睇

醫學會：引入外援難解醫護人手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公立
醫院急症室及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長、
病房經常爆滿等問題困擾香港多年，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指醫學界的
「保護主義」令本港輸入海外醫護人
員時有極大阻力。不過，醫學會會長
蔡堅昨日反駁指，輸入海外醫護人員
亦無助改善公立醫院人手短缺情況，
促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正視公
立醫院工作環境問題。
醫學會昨日回應最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批評陳茂波將公立醫院人手不足
歸咎於「保護主義」，指責醫學界
2016 年反對立法會通過《醫生註冊
（修訂）條例草案》，令海外醫生難
以在香港執業。蔡堅稱，現有的《執
業資格試》合格標準由香港兩間大學
醫學院釐定，程度等同本地醫科生的
畢業試，指醫學界即使有「保護主
義」亦只是保護市民主義，否認考試

是要將境外醫生拒於門外。
蔡堅又指出，公立醫院人手不足的
真正原因是工作環境惡劣，令不少取得
專業資格的醫生決定離職，尋求更佳工
作環境，認為引入海外醫生亦難以解決
問題。他舉例指，醫管局在 2012 年至
2017 年底亦合共聘請了 34 名經有限度
註冊來港的境外醫生，但至去年只是得
12人仍然留在公立醫院。

力資源。
另外，醫學會又提及新年度財政預
算案中政府決定增加對醫院管理局的
經常資助、預留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
計劃資金及增加醫療教學設施和醫生
及其他醫療人員的資助學額等措施，
相信撥款有助提升醫療服務質素。

含饒宗頤親筆題字

經》手抄本、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親筆題字、中
國道教協會歷屆會長珍貴墨寶，以及有「中國現
代繪畫之父」之稱的林風眠大師《小鳥圖》等。
同場更有超過 30 幅易經圖像罕有展出，由易
經大師游自在道長繪製，為易經解碼。
系列活動還包括下周日將舉行的「祈福大巡
遊」，由深水埗楓樹街出發步行至尖沙咀；4月8日
亦將於黃大仙祠舉行「道韻樂逍遙」文藝綜合晚會。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表示，道教是中
華民族土生土長的宗教，歷朝歷代的文人雅士
通過他們的著作、書、詞、圖畫等，顯示出道
教的文化，所以香港道教聯合會首次在此基礎
上，匯集多間會屬道堂的收藏品，在是次活動
中作簡單展示，希望信徒、市民從這次展演中
觸摸道教文化，從而更加了解道教教義，及其
處世修行的指引。
是次「中華文化古書畫冊·圖畫展」展示百多
件難得一見的古書畫珍品，包括國寶級的《張果
見明皇圖》拓本（另一拓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
院）、清末科舉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的《黃庭

■「中華文化古書畫冊．圖畫展」展出多件古書
畫珍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摯) 每年 3 月的第二
個星期日為「香港道教日」，香港道教聯合會
將舉辦系列活動慶祝。頭炮是從 3 月 11 日至 15
日於沙田大會堂舉行的「中華文化古書畫冊．
圖畫展」，免費向公眾展出百多件難得一見的
古書畫珍品，讓市民感受獨特的道教文化。

促改善公院工作環境
本港現時只得約四成半專科醫生在
公立醫院工作，服務全港近九成的住
院病人，而其餘約五成半的私人執業
專科醫生則僅照顧全港一成的私家醫
院病人， 公、私營醫生對病人的比例
分別是 0.9：1000 和 4.5：1000。醫學
會促請特區政府改善公立醫院的工作
環境，吸引更多私家醫生回流公立醫
院， 或透過協作計劃善用私人醫生人

教聯會圖片

■蔡堅(右)指輸入海外醫護人員亦無
助改善公立醫院人手短缺情況。

成立七十一周年暨戊戌年新春聯歡宴會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陳積志 汕尾市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何 靖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港島工作部副部長 陳旭斌

謹訂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星期二）晚上七時正假九龍黃大仙龍翔道 號新光中心
三樓 港(鐵黃大仙 出口 富)臨皇宮舉行【慶祝本會成立七十一周年暨戊戌年新春聯歡宴會】
恭請

香港特別行政區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

吳仰偉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九龍工作部副部長 王小靈

余錫群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港島工作部部長

林 軍

李賢謀

王煜城
彭 勃 蔡錫亮
黃國平
吳革華 許劍偉 羅珠雄
暨全體理監事敬約

尊敬的各位主禮嘉賓、各位嘉賓、各位會員：
大家新年好！
「歡聲辭舊歲，笑語迎新年」。首先，我謹代表
保健海流協進會，向在座嘉賓及會員致以節日的問候
和最真摯的新春祝福，向長期以來關心和支持本會發
展的各界領導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恭祝大家身體健康，闔家幸
福、新年吉祥、萬事勝意！
2017 年，是本會在各方面不斷完善、穩步發展的一年。在過去
一年，我們秉承宗旨，堅持理念，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堅決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擁護基本法在香港的實施，保持香港的長期
繁榮穩定、經濟民生全面發展等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取得了一個豐
收的 2017，全體理監事為此感到自豪，並向所有支持和配合我們的
會員及各界人仕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律回春暉漸，萬象始更新」，新的一年我們的工作任重道
遠，在 2018 年的揚帆起航的關鍵之年，本會將緊密依託全體會員，
以發展會務為重心，以吸納會員為動力，迎難而上，銳意進取，團
結協作，大膽創新，發展和壯大愛國愛港陣營，會務做強、做大、
做好，以新的姿態、新的步伐，譜寫新的篇章，共創 2018 年會務發
展的新藍天！
最後，再次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工作進步、事業發展、幸
福、安康、吉祥！
謝謝大家！

鄭 佳 汕尾市人民政府副市長

勃

汕尾市政協主席

理事長 彭

保健海流協進會

致詞

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
副主任
大會執行主席
副主席

尊敬的中聯辦何靖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署理民政
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先生、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吳仰偉部
長、汕尾市政協鄭佳主席、中聯辦港島工作部李薊貽
常務副部長、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陳旭斌副部長、汕尾
市市委常委、統戰部余錫群部長、中聯辦九龍工作部王小靈副部長、汕
尾市人民政府林軍副市長、汕尾市政協李賢謀副主席，各位嘉賓、各
位朋友：
大家好！
我們剛送走碩果累累的農曆雞年，迎來了一個充滿希望新的一
年。在這個春暖花開、生機勃勃的美好日子裡，「保健海流協進
會」隆重舉行成立 71 周年暨戊戍年新春聯歡宴會。今晚高朋滿座，
歡聚一堂，共同慶賀，首先我代表籌委會和保健海流協進會對各位
嘉賓的蒞臨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回顧過去一年，「保健海流協進會」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香
港和內地有關部門的高度讚揚。長期以來，無論從愛國愛港的社會
工作，義工服務，還是支持國家和家鄉的經濟建設，本會及七大屬
會一萬多位會員一馬當先、義不容辭、無私奉獻。受各界之肯定，
為社會所尊崇。今後，希望本會各位同仁繼續努力，發揚團結一
致，拼搏進取的光榮傳統。珍惜今日會務發展得到的成績，上下一
心，使會務更上一層樓！
藉此機會感謝長期以來對本會關心、支持的領導和朋友，希望
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本會的發展。
嘉賓們、朋友們，「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新
的一年，讓我們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社會和諧，人民福祉而繼
續努力！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事業興旺、萬事如意！謝謝
大家！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港島工作部常務副部長 李薊貽 汕尾市政協副主席

黃國平

蒞臨主禮
敬候
光臨指導 曷勝榮藉

大會執行主席
永遠榮譽會長

五時恭候 七時正大會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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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
尊敬的中聯辦何靖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署
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先生、中聯辦港島工
作部吳仰偉部長、汕尾市政協鄭佳主席、中聯
辦港島工作部李薊貽常務副部長、中聯辦港島
工作部陳旭斌副部長、汕尾市市委常委、統戰
部余錫群部長、中聯辦九龍工作部王小靈副部
長、汕尾市人民政府林軍副市長、汕尾市政協
李賢謀副主席，各位會員、嘉賓們、女士們、
先生們：
大家好！在這春和景明、繁花似錦的日子
裡，「保健海流協進會」迎來了成立 71 周年暨
戊戍年新春聯歡宴會。首先，我謹代表本會全
體同仁，對出席聯歡宴會的各位主禮嘉賓、各
位來賓和各界朋友，表示熱烈的歡迎！對一直
以來支持本會的社會各界人仕表示衷心的感
謝！
「時光流逝如花，歲月輾轉成歌」，「保
健海流協進會」成立於 1947 年，由一批東江縱
隊抗日志士，在香港創立的一個愛國社團，迄
今已經走過了七十一個春秋。在「港島分
會」、「九龍分會」、「新界分會」、「團結
總公會」、「啟新青年會」、「中樂團」和
「禪武堂」這七個屬會，會員人數接近二萬人
的齊心協力，奮勇拼搏之下，付出了無數的智
慧和心血，成就了今天的規模和實力，在
不同領域和社會層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第 49
届全體理監事的努力支持下會務蓬勃發展，取
得了令人滿意的成績。2017 年的會務工作主要
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以拓展地區會員為基
礎，形成了基層會員網絡化格局；二是成立一
支高昂戰鬥力的義工隊伍，全力投入香港社會

致謝詞
尊敬的各位主禮嘉賓，各位來賓，女士們，先
生們：
在這春回大地的美好時節，「保健海流協
進會」暨七大屬會在這裡舉行本會成立 71 周
年暨戊戍新春聯歡宴會。一千多位嘉賓和會
員，歡聚一堂，共賀新春。
「保健海流協進會」成立以來，以愛國愛
港為宗旨，團結了一大批會員，在各項工作中
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績。
今晚，我們十分榮幸邀請到中聯辦主要領
導、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及汕尾市黨政部門領導
擔任大會主禮嘉賓，同時，家鄉領導及香港各
友好社團代表撥冗出席，為今晚的宴會增添光
彩，是對我們巨大的鼓舞和支持！讓我們以熱
烈的掌聲致以衷心的感謝！
本會能夠持續發展和壯大，有一批默默耕
耘的會員，有一批無私奉獻的企業家和本會首

會長 王煜城
事務，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在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工
程中全力支持愛國人士勝選；
三是加大力度提升會員的層
面，重點鞏固以公務員為主的
「團結總公會」及以精英青年為主的「啟新青
年會」，對本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
資源與堅實的基礎。從建立地區網絡到義工工
作，從北京國家行政管理學院的學習到義工工
作培訓等等都做到了卓然有成，受到國內有關
黨政部門及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的高度好評。
今年是全面貫徹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
年，亦是慶祝改革開放 40 周年的契機之年，本
會要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做好以下幾項工
作，一是吸納更多工商企業家加入本會，進一
步完善七大屬會的管理，使其發揮更大的作
用；二是吸收社會各界婦女，成立「婦女委員
會」，團結、動員廣大婦女參與經濟建設和社
會發展；三是成立「青年基金會」，做好青年
的工作，灌輸愛國愛港的正確思想，使其承擔
起社會的責任，為本會的薪火相傳打好基礎。
「東風浩蕩滿眼春，千帆競發啟新程」。
新的一年我們將與社會各界進一步加強合作，
立足香港，胸懷祖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砥礪前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
夢」的事業中，作出新的貢獻。為香港的穩定
繁榮，抓住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的機遇，為國家、為香港、為家鄉作
出更大貢獻。
最後，祝各位新春大吉、工作順利、身體
健康、家庭幸福！謝謝大家！

監事長 蔡錫亮
長，有一批團結拼博、積極
進取的理監事，也有大力協
助支持我會的國內黨政部
門、中聯辦和各友好社團，
在此，我們表示萬分的謝
意！在今次慶祝活動中，我們特別鳴謝各位慷
慨捐資的本會首長，使這次活動圓滿成功，這
種無私奉獻的精神，為本會全體理監事深受感
動，深表敬佩！
最後對各友好社團、社會賢達送來禮金、
花藍，對各位表演者的精彩演出，對二位司儀
的出色主持，對富臨酒家的良好服務，對各位
同仁的辛勤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謝！今晚雖酒微
菜薄但情濃意厚，希望大家盡興。最後恭祝各
位新年快樂、萬事大吉、闔家歡樂、財源廣
進、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

